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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型烟粉虱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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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Q型烟粉虱（Bemisia tabaci biotype Q）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性，探索有效的“推—拉”防治措

施，为有效防控烟粉虱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室内Y型嗅觉仪和田间寄主选择性试验，测试Q型烟粉虱对5科16种

寄主植物的嗜食性。【结果】Q型烟粉虱对十字花科芥蓝、白菜、包心菜和油菜的选择性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其

中对芥蓝的选择性略强于对包心菜、白菜和油菜的选择性；对锦葵科棉花和扶桑的选择性差异不显著，其中对棉花的

选择性略强于对扶桑的选择性；对豆科四季豆和荷兰豆的选择性差异不显著，其中对四季豆的选择性略强于对荷兰

豆的选择性；在4种茄科植物番茄、辣椒、茄子和烟草中，Q型烟粉虱最喜好番茄，其次为茄子和辣椒，对烟草的嗜食性

最低，且显著低于对番茄的嗜食性（P<0.05，下同）；在4种葫芦科植物白瓜、冬瓜、青瓜和节瓜中，Q型烟粉虱偏嗜青

瓜，其次为冬瓜和白瓜，对节瓜的嗜食性最低，且显著低于对青瓜的嗜食性。室内选择性试验结果显示，在供试的各科

代表植物中，Q型烟粉虱嗜食性排序为青瓜>四季豆>番茄>芥蓝>棉花。田间选性试验结果与室内Y型嗅觉仪试验结果

一致。【结论】青瓜可作为引诱植物种植在主栽作物周边，以便于集中杀灭烟粉虱，减少Q型烟粉虱对主栽作物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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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selectivity of Bemisia tabaci biotype Q to different host plants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push and pull control measures，the experimental wa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would provide basis for effec-
t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 tabaci.【Method】The selectivity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sixteen host plants from five
families were tested by indoor Y-type olfactometer and field trial.【Result】The selectivity difference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Chinese kale，Chinese cabbage，cabbage and rape of Cruciferae was not significant（P>0.05，the same below）. The
selectivity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Chinese kale was slightly greater than that to cabbage，Chinese cabbage and rape. The
selectivity difference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cotton and Chinese hibiscus of Malvaceae was not significant. The B. taba-
ci biotype Q preferred cotton more than Chinese hibiscu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lectivity of kidney
bean and snow peas. The B. tabaci biotype Q preferred kidney bean more than snow peas. Among the four Solanaceae
plants（tomato，pepper，eggplant and tobacco），B. tabaci biotype Q preferred tomato，followed by eggplant and pepper.
They had the lowest appetite for tobacco，and i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for tomato（P<0.05，the same below）.
Among the four Cucurbitaceous plants（cucurbita pepo，wax gourd，cucumber and chieh-qua），B. tabaci biotype Q pre-
ferred cucumber，followed by wax gourd and cucurbita pepo. The lowest appetite was chieh-qua，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for cucumber. The results of indoor selectivity test showed that，among the tested plants reprenting each
family，the order of feeding habits of B. tabaci biotype Q was cucumber>kidney bean>tomato>kale>cotton. The results of
field selectivity test we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indoor Y-type olfactometer.【Conclusion】Cucumber can be planted
around the main crops as an attractive plant to kill B. tabaci and reduce the harm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the main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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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烟粉虱（Bemisia tabaci）又名棉粉

虱、甘薯粉虱、一品红粉虱等，为半翅目（Homoptera）

粉虱科（Rodidae）小粉虱属（Bemisia）多食性昆虫，是

一种世界性农业害虫（Dinsdale et al.，2010；郑宇等，

2018）。烟粉虱对寄主植物的危害主要是直接刺吸

危害和分泌蜜露诱发霉污病或传播100余种植物

病毒诱发植物病毒病，严重时可造成绝产（Zhang，

2000；Jones，2003）。烟粉虱具有多种姊妹种，其中Q

型烟粉虱（B. tabaci biotype Q）入侵性较强、分布较

广。Q型烟粉虱于2003年9—10月在我国云南昆明

一品红上首次被发现，2008年在全国各地暴发危害，

仅用5年时间即在我国完成传入、定殖、潜伏、扩散和

暴发，其入侵性和为害能力可见一斑（褚栋等，2012）。

由于烟粉虱世代重叠严重、体表有蜡粉、繁殖速度

快、抗性发展迅速，因此防控困难（褚栋和张友军，

2018）。如何利用生态手段有效防控烟粉虱已成为

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烟粉虱不同生物型的

寄主范围和嗜食性有所差异（刘明杨等，2016），目前

对烟粉虱的防治仍以化学农药为主，但农药的不合

理使用已促使烟粉虱对多种杀虫剂产生抗性，因此，

筛选烟粉虱引诱和驱避植物，探索有效的“推—拉”

防治措施，在Q型烟粉虱抗性强、防控困难的情况

下，可为烟粉虱的有效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前人研

究进展】烟粉虱寄主多达600余种，但前期研究表明

烟粉虱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嗜食性有所差异，且对寄

主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沈斌斌和任顺祥（2006）研究

发现，在多种蔬菜寄主同时存在的情况下，烟粉虱对

寄主的选择性和嗜食性排序为黄瓜>节瓜、番茄、菜

豆>芥蓝、茄子>甘蓝、苦瓜。张晓明等（2014）调查了

81种植物上烟粉虱的发生情况，结果表明，烟粉虱可

为害其中的44种植物，在不同寄主植物上烟粉虱的

种群密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向日葵可作为田间引

诱植物。胡荣利等（2015）研究表明，Q型烟粉虱成

虫在不同番茄品种上的存活率及种群生命表参数存

在显著差异。王晶玲等（2016）通过寄主拨除试验研

究了烟粉虱对13种寄主植物的选择性，结果表明，最

适寄主拨除后，烟粉虱成虫会重新分布，趋向分布于

引诱力相对较强的寄主植物。王艳秋等（2016）研究

了Q型烟粉虱对20个烟草品种的选择性，结果表明，

烟草茸毛影响烟粉虱成虫数量及着卵量，选择茸毛

少的烟草品种可有效提高其对Q型烟粉虱的抗性。

【本研究切入点】上述烟粉虱对寄主选择性研究主要

针对B型烟粉虱，但不同生物型烟粉虱对寄主的选

择性存在差异。Q型烟粉虱由于自身的生物学特

性，已成为许多植物上的优势种，目前针对Q型烟

粉虱寄主选择性的研究仅局限于同一品种，而不利

于Q型烟粉虱引诱植物的筛选及其生态控制。【拟

解决的关键问题】利用室内和田间选择性试验，从

不同科植物中寻找Q型烟粉虱最嗜寄主，探索有效

的“推—拉”防治措施，为有效防控Q型烟粉虱提供

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1. 1. 1 供试昆虫 Q型烟粉虱采自广东省农业科

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试验田的芥蓝上。

1. 1. 2 供试植物 十字花科植物：迟花芥蓝、矮脚

葵扇黑叶白菜、春丰包心菜和秦优7号油菜；锦葵科

植物：鲁棉和主席扶桑；茄科植物：明星番茄、尖椒22

号、海花茄6号和云烟87号；豆科植物：丰收1号四季

豆和农普604荷兰豆；葫芦科植物：长度青筋白瓜、黑

皮冬瓜、绿丽青瓜和欣旺节瓜。以上所有供试植物

的种子均购自种子市场。

将供试种子播种于育苗盆上，移入温室［温度

（26±1）℃、相对湿度60%~80%、光照L∶D＝14 h∶10

h］内培育至发芽，然后将发芽的种苗移至花盆中种

植。花盆均用100目纱网封盖，以获取无烟粉虱及其

他害虫污染的寄主植物，统一进行肥水管理，待植株

长至3~4片叶时用于试验。

1. 1. 3 实验仪器 Y型嗅觉仪（南京普森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1. 2 试验方法

1. 2. 1 室内试验 选取供试不同植物、长势一致、

叶面积大致相同、无虫的叶片各2片，分别放进100

mL梨形玻璃瓶内。连接仪器，接上电源，臂端气体

流量调整至200 mL/min。试验前把植物叶片放进梨

形玻璃瓶冲洗嗅觉仪10~20 min。在嗅觉仪观察室

上方约1 m处放置1盏40 W日光灯，以保证观察室内

光照均匀。每次只放1头烟粉虱，待烟粉虱爬至气味

源分岔口进入相应的管道后再放第2头，记录烟粉虱

的爬向。每头烟粉虱只受试1次，每重复测试20头烟

粉虱，重复3次。每次进行重复时对调气味源的位

置。统计3次重复烟粉虱爬向寄主植物的总数。分

别从十字花科、锦葵科、茄科、豆科和葫芦科植物中

选择Q型烟粉虱喜食的5种寄主植物作为试验对象，

进行Q型烟粉虱选择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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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田间试验 试验在广州大丰基地温棚进

行，每种寄主植物设1个小区，每小区面积约30 m2，

不同品种植物间按随机排列种植，植物定植后每隔

6 d调查1次烟粉虱成虫数，共调查4次。采用5点取

样法调查，每点选取2片叶，统计每张叶片上的烟粉

虱成虫数量。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SPSS 19.0 进行处理，Tukey法多

重比较Q型烟粉虱对不同寄主植物的选择性差异。

2 结果与分析

2. 1 Q型烟粉虱对十字花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

试验结果

由图1可知，Q型烟粉虱在十字花科植物间未表

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对试验植物间的选择性差异不

显著（P>0.05，下同），其中对芥蓝的选择性略强于对

包心菜、白菜和油菜的选择性。

2. 2 Q型烟粉虱对锦葵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试验

结果

由图2可知，Q型烟粉虱在棉花和扶桑间未表

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对两种植物的选择性差异不显

著，其中Q型烟粉虱对棉花的选择性略强于对扶桑

的选择性。

2. 3 Q型烟粉虱对豆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试验

结果

由图3可知，Q型烟粉虱在四季豆和荷兰豆间未

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且差异不显著，其中Q型烟粉虱

对四季豆的选择性略强于对荷兰豆的选择性。

2. 4 Q型烟粉虱对茄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试验

结果

由图4可知，在4种茄科植物中Q型烟粉虱最喜

好番茄，其次为茄子和辣椒，对烟草的嗜食性最低，

且显著低于对番茄的嗜食性（P<0.05，下同）。

2. 5 Q型烟粉虱对葫芦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试验

结果

由图5可知，在4种葫芦科植物中Q型烟粉虱偏

嗜青瓜，其次为冬瓜和白瓜，对节瓜的嗜食性最低，

且显著低于对青瓜的嗜食性。

2. 6 Q型烟粉虱对十字花科、锦葵科、茄科、豆科和

葫芦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比较结果

从十字花科、锦葵科、茄科、豆科和葫芦科植物

中分别选择Q型烟粉虱喜食的芥蓝、棉花、番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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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The selectivity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different Cr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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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豆和青瓜等5种寄主植物作为试验对象，进行Q型

烟粉虱选择性试验。结果显示，在供试的各科代表

植物中，葫芦科的青瓜为Q型烟粉虱最喜食植物，锦

葵科的棉花为Q型烟粉虱最不喜食植物，其中Q型烟

粉虱对芥蓝、棉花的选择性与对青瓜的选择性差异

显著，Q型烟粉虱在5种不同科植物上的嗜食性排序

为青瓜>四季豆>番茄>芥蓝>棉花。

2. 7 田间试验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室内选择性试验结果，采用田间

试验进行选择性测试，结果（图7）表明，Q型烟粉虱

对青瓜的嗜食性显著高于其他4种供试植物，棉花为

Q型烟粉虱最不喜食寄主植物。与Q型烟粉虱对其

他各科植物的选择性相比差异显著，田间试验结果

与室内Y型嗅觉仪试验结果一致。

3 讨论

植物挥发物在许多昆虫取食和定位寄主植物

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植食性昆虫通过触角感受

植物挥发物，然后将气味信号传给大脑，使昆虫作出

趋向或趋避反应（林克剑等，2007；曹凤勤等，2008；

那杰等，2008）。前期研究表明，烟粉虱能利用嗅觉

对寄主植物挥发物作出反应，从而对寄主植物进行

选择（Mellor and Anderson，1995；周福才等，2008；

Emilie et al.，2015）。植物挥发物影响Q型烟粉虱寄

主选择性的研究集中在挥发物对Q型烟粉虱的驱避

作用上，主要用于对烟粉虱抗性品种的筛选（李毅

等，2014；胡荣利等，2015；陈德鑫等，2018），但对引

诱植物的筛选尚未见报道。本研究利用Y型嗅觉仪

及田间选择性试验证实植物挥发物可影响Q型烟粉

虱对寄主植物的选择，不同科寄主植物间的嗅觉反

应差异明显高于同科寄主植物间的嗅觉反应，葫芦

科的青瓜、十字花科的四季豆和茄科的番茄为Q型

烟粉虱嗜食作物，以青瓜对Q型烟粉虱的吸引力最

强。烟粉虱对寄主植物有强依赖性，根据这一特点，

西瓜和茄子已应用于棉田和大豆田作为诱集植物防

治烟粉虱（吴青君等，2004）。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田

间进行作物种植时，适当种植Q型烟粉虱偏嗜的青

瓜可集中杀灭Q型烟粉虱，以减少其对主要作物的

危害。根据本研究结果，在Q型烟粉虱寄主种植区

种植引诱和驱避植物，形成“推—拉”防治，可有效防

控Q型烟粉虱的危害，且有助于延缓烟粉虱抗药性

的产发。

近年来，烟粉虱抗药性不断增强，致使其防控

难度加大，烟粉虱的综合防控技术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从害虫的寄主植物中寻找他感化合物制作引诱

剂诱杀害虫，在害虫无公害综合治理中发挥重要作

用（Lin et al.，1992；Baur et al.，1993；周琼和梁广文，

2003）。这在害虫防治中已有很多成功案例，如利用

植物源引诱剂有效监测和控制舞毒蛾，植物源引诱

剂UHR对小蠹科、叩甲科、郭公虫科和埋葬甲科甲虫

有较好的引诱效果，以植物源信息素α-蒎烯和β-蒎

图 6 Q型烟粉虱对5科植物的室内选择性试验结果
Fig.6 The indoor selectivity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five diffe-

rent family plants

图 7 Q型烟粉虱对十字花科、锦葵科、茄科、豆科和葫芦科
植物的田间选择性试验结果

Fig.7 The selectivity in field of B. tabaci biotype Q to Crucife-
rae，Malvaceae，Solanaceae，Leguminosae and Cucur-
bitaceous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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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为主剂、乙醇为辅助剂的引诱剂对松墨天牛引诱

效果较好（郝德君等，2009；刘璇等，2016）。但针对

烟粉虱的植物源引诱剂和驱避剂研究报道较少，根

据本研究结果Q型烟粉虱喜食青瓜的特性，进一步

研究筛选嗜食青瓜的主要吸引成分，制作引诱剂，或

可为Q型烟粉虱的综合防控作出贡献。

4 结论

Q型烟粉虱对不同寄主植物的嗜食性有所差

异，在可选择的条件下，Q型烟粉虱对5科寄主植物

的嗜食性排序为青瓜>四季豆>番茄>芥蓝>棉花。

青瓜可作为引诱植物种植在主栽作物周边，以便于

集中杀灭烟粉虱，减少Q型烟粉虱对主栽作物的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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